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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市 教 育 学 会 
 

温教学会〔2018〕1 号 
  
 

关于申报孙诒让教育思想研究会会员单位

暨浙南百年名校联盟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学会，各有关学校： 

2018 年为孙诒让先生诞辰 170 周年暨逝世 110 周年，为

了弘扬孙诒让的教育思想，加强孙诒让创办、倡办的百年名

校校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孙诒让教育思想的学术成果转化，

推动温州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重塑瓯越教育特色，经研究，

决定开展孙诒让教育思想研究会会员单位暨浙南百年名校

联盟申报工作。现将会员单位(学校)暨浙南百年名校联盟申

报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 

二、申报条件 

全市热心参与孙诒让教育思想研讨，致力于面向未来教

育的百年名校文化探索，传承瓯越教育特色的中小学校。申

报学校具备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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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具有百年以上办学历史； 

2.学校是孙诒让亲自创办或倡议创办的（参考附件 1）； 

3.学校积极弘扬、传承孙诒让的教育思想。 

三、申报程序与要求 

1.学校根据通知要求，扫二维码申报，并填写纸质稿（详

见附件 2）１份。 

 
2.各县（市、区）教育学会要积极动员，并对申报学校

统一审核、汇总上报（详见附件 3）。 

3.申报截止时间：12 月 14 日。 

4.申报材料寄送：瑞安中学办公室（瑞安市瑞湖路 398

号），联系人：陈耿（孙诒让教育思想研究会筹备小组干事），

联系电话：65679888，联系手机：13757761555。 

5.研究会及浙南百年名校联盟咨询：林日正（《温州教育》

编辑部主任），联系电话：88617528。 

 

温州市教育学会 

2018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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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孙诒让创（倡）办学校一览表 
创办年份 府县 学校类型 学校名称 学校序号 

1896 瑞安 中学（师范） 瑞安学计馆 01 
1897 瑞安 中学（师范） 瑞安方言馆 02 
1897 永嘉 职业学堂 永嘉蚕学馆 03 
1897 温州 职业学堂 温州蚕学馆 04 
1898 温州 中学（师范） 温州中西学堂 05 
1899 温州 中学（师范） 瑞平化学馆 06 
1899 乐清 中学（师范） 乐西算学馆 07 
1901 瑞安 职业学堂 温州蚕学馆 08 
1901 瑞安 中学（师范） 瑞安普通学堂 09 
1901 瑞安 中学（师范） 瑞安速成公塾 10 
1902 瑞安 初等小学 西南 11 
1902 瑞安 初等小学 东南 12 
1902 瑞安 初等小学 西北 13 
1902 瑞安 初等小学 东北 14 
1902 温州 中学（师范） 温州府中学堂 15 
1902 温州 高等小学 附属东欧 16 
1902 温州 初等小学 附属旧衙署 17 
1902 乐清 中学（师范） 乐清县学堂 18 
1902 乐清 中学（师范） 乐清师范传习所 19 
1902 乐清 高等小学 西乡 20 
1902 乐清 初等小学 印山 21 
1902 永嘉 中学（师范） 永嘉县学堂 22 
1902 平阳 初等小学 集福 23 
1902 平阳 初等小学 鳌江 24 
1903 瑞安 两等小学 群益 25 
1903 瑞安 初等小学 女学蒙塾 26 
1903 瑞安 职业学堂 实用学塾 27 
1903 瑞安 职业学堂 工商学社 28 
1903 瑞安 职业学堂 商务学社 29 
1903 乐清 初等小学 同善 30 
1903 乐清 初等小学 爱国 31 
1903 永嘉 初等小学 养正 32 
1903 平阳 初等小学 致用 33 
1903 平阳 初等小学 白沙 34 
1903 泰顺 初等小学 罗阳 35 
1903 温州 中学（师范） 温州艺文学堂 36 
1904 瑞安 高等小学 瑞安高小 37 
1904 瑞安 初等小学 养正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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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平阳 两等小学 养正 39 
1904 平阳 两等小学 汉城 40 
1904 平阳 初等小学 求益 41 
1904 平阳 职业学堂 （4 所） 42 
1904 乐清 两等小学 锡英 43 
1904 乐清 职业学堂 （3 所） 44 
1904 永嘉 两等小学 广化 45 
1904 永嘉 职业学堂 （6 所） 46 
1904 泰顺 职业学堂 （5 所） 47 
1904 玉环 职业学堂 （2 所） 48 
1904 处州 中学（师范） 处州府中学堂 49 
1905 乐清 高等小学 东乡 50 
1905 乐清 初等小学 祖素 51 
1905 平阳 两等小学 逢原 52 
1905 平阳 两等小学 关西 53 
1905 平阳 两等小学 鳌步 54 
1905 平阳 初等小学 务本 55 
1905 平阳 初等小学 观海 56 
1905 平阳 初等小学 毓秀 57 
1905 永嘉 两等小学 公普 58 
1905 永嘉 两等小学 东欧 59 
1905 永嘉 初等小学 东隅 60 
1905 永嘉 初等小学 北隅 61 
1905 松阳 两等小学 官立两等 62 
1905 松阳 初等小学 玉岩 63 
1905 松阳 初等小学 麓阳 64 
1905 松阳 初等小学 古市 65 
1905 丽水 两等小学 崇实 66 
1905 龙泉 高等小学 剑川 67 
1905 永嘉 高等小学 公育 68 
1906 青田 两等小学 清溪 69 
1906 青田 两等小学 南屏 70 
1906 青田 两等小学 清溪（女子学校） 71 
1906 青田 高等小学 新市巷 72 
1906 青田 初等小学 芝秀 73 
1906 青田 初等小学 养正 74 
1906 青田 初等小学 昌明 75 
1906 青田 初等小学 芝岑 76 
1906 青田 初等小学 大路 77 
1906 丽水 职业学堂 实业预科学校 78 
1906 缙云 两等小学 五云 79 
1906 云和 两等小学 先志 80 
1906 云和 高等小学 西街头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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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云和 初等小学 益智 82 
1906 平阳 两等小学 宕阳 83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崇实 84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葛溪 85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热诚 86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宜山 87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梧桥 88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龙里 89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畴溪 90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益智 91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端木 92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震海 93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正本 94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鹤溪 95 
1906 平阳 初等小学 睦源 96 
1906 乐清 中学（师范） 西乡中学堂 97 
1906 乐清 两等小学 白溪 98 
1906 乐清 两等小学 造因 99 
1906 乐清 高等小学 官立高小 100 
1906 乐清 初等小学 兴华 101 
1906 乐清 初等小学 忠明 102 
1906 乐清 初等小学 璧环 103 
1906 乐清 初等小学 黄华 104 
1906 乐清 初等小学 象山 105 
1906 乐清 初等小学 风岙 106 
1906 乐清 初等小学 僧民 107 
1906 乐清 初等小学 造姆 108 
1906 乐清 初等小学 明强 109 
1906 瑞安 中学（师范） 瑞安中学堂 110 
1906 瑞安 两等小学 双穗 111 
1906 瑞安 两等小学 澄江 112 
1906 瑞安 初等小学 梅岗 113 
1906 瑞安 初等小学 强桥 114 
1906 瑞安 初等小学 享中 115 
1906 瑞安 初等小学 牖新 116 
1906 瑞安 初等小学 勤业 117 
1906 瑞安 初等小学 龙川 118 
1906 瑞安 初等小学 宣文 119 
1906 瑞安 初等小学 毅武 120 
1906 瑞安 初等小学 德象 121 
1906 玉环 两等小学 官立中学 122 
1906 玉环 高等小学 西城山 123 
1906 永嘉 两等小学 崇实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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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永嘉 两等小学 拱北 125 
1906 永嘉 高等小学 官立高等 126 
1906 永嘉 初作等小学 作新 127 
1906 永嘉 初等小学 开宗 128 
1906 温州 中学（师范） 暑期音乐班 129 
1906 龙泉 初等小学 剑湖 130 
1906 龙泉 初等小学 仁山 131 
1906 松阳 两等小学 震东 132 
1906 松阳 初等小学 十一都官立 133 
1906 遂昌 两等小学 妙高官立 134 
1906 泰顺 两等小学 启明 135 
1906 景宁 两等小学 务本 136 
1907 温州 中学（师范） 师范博物讲习所 137 
1907 温州 中学（师范） 师范理化讲习所 138 
1907 温州 中学（师范） 简易师范 139 
1907 永嘉 两等小学 育英 140 
1907 永嘉 两等小学 三溪 141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同强 142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同一 143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振德 144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育正 145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基圣 146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维新 147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普门 148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就正 149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强毅 150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公育 151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乐群 152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资新 153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广育 154 
1907 永嘉 初等小学 中立 155 
1907 乐清 中学（师范） 师范传习所 156 
1907 乐清 两等小学 荡阳 157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樟川 158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朴头 159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镇安 160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水涨 161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里川 162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白象 163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碧山 164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蟾屿 165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汤岙 166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翁垟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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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崎头 168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十里 169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前环 170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公善 171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组强 172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朴头 173 
1907 乐清 初等小学 德淑 174 
1907 瑞安 两等小学 聚星 175 
1907 瑞安 初等小学 公育 176 
1907 瑞安 初等小学 相川 177 
1907 瑞安 初等小学 养蒙 178 
1907 瑞安 初等小学 植民 179 
1907 瑞安 初等小学 上望 180 
1907 平阳 中学（师范） 平阳县中学堂 181 
1907 平阳 两等小学 吾南 182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群演 183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振群 184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凤山 185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崇正 186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竞南 187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雄海 188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组群 189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雁山 190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凤翱 191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觉民 192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松山 193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林山 194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林正 195 
1907 平阳 初等小学 墨成 196 
1907 丽水 两等小学 震丽 197 
1907 丽水 两等小学 植基 198 
1907 丽水 初等小学 广智 199 
1907 丽水 初等小学 岑本 200 
1907 丽水 初等小学 育英 201 
1907 丽水 初等小学 延昌 202 
1907 青田 两等小学 采云 203 
1907 青田 初等小学 连云 204 
1907 青田 初等小学 鸿岭 205 
1907 青田 初等小学 芝溪 206 
1907 青田 初等小学 振育 207 
1907 缙云 中学（师范） 师范传习所 208 
1907 缙云 两等小学 崇正 209 
1907 缙云 两等小学 右文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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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缙云 初等小学 叙城 211 
1907 缙云 初等小学 燕翼 212 
1907 缙云 初等小学 南顿 213 
1907 缙云 初等小学 右文 214 
1907 缙云 初等小学 淮溪 215 
1907 缙云 初等小学 鼎湖 216 
1907 松阳 初等小学 世珍 217 
1907 松阳 初等小学 同庆 218 
1907 松阳 初等小学 明达 219 
1907 松阳 初等小学 育英 220 
1907 松阳 初等小学 官一 221 
1907 松阳 初等小学 养正 222 
1907 松阳 初等小学 向东 223 
1907 遂昌 中学（师范） 师范传习所 224 
1907 遂昌 初等小学 振声 225 
1907 遂昌 初等小学 竞先 226 
1907 遂昌 初等小学 裕成 227 
1907 遂昌 初等小学 屏山 228 
1907 云和 两等小学 鄞江 229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义坊 230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之都 231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坊都 232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湖上 233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长田 234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村头 235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三都 236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师滩 237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小徐 238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二都 239 
1907 云和 初等小学 溪左 240 
1907 云和 职业学堂 女子 241 
1907 云和 职业学堂 蚕桑 242 
1907 宣平 两等小学 务本 243 
1907 庆元 两等小学 官立两等 244 
1907 龙泉 初等小学 慎德 245 
1907 处州 中学（师范） 初级完全师范 246 
1907 处州 中学（师范） 初级简易师范 247 
1908 温州 中学（师范） 温州初级完全师范 248 
1908 永嘉 初等小学 乐育 249 
1908 永嘉 初等小学 崇圣 250 
1908 永嘉 初等小学 育英 251 
1908 永嘉 初等小学 育圣 252 
1908 瑞安 初等小学 西北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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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瑞安 初等小学 德巽 254 
1908 瑞安 初等小学 东南 255 
1908 平阳 两等小学 公是 256 
1908 平阳 初等小学 德造 257 
1908 平阳 初等小学 爱群 258 
1908 平阳 初等小学 孤门 259 
1908 平阳 初等小学 崇正 260 
1908 平阳 初等小学 金镇 261 
1908 平阳 初等小学 自治 262 
1908 平阳 初等小学 凤川 263 
1908 平阳 初等小学 欧岘 264 
1908 平阳 初等小学 金乡 265 
1908 丽水 初等小学 效木 266 
1908 丽水 初等小学 务木 267 
1908 丽水 初等小学 观音阁 268 
1908 丽水 初等小学 济美 269 
1908 青田 初等小学 奕川庙 270 
1908 青田 初等小学 大云寺 271 
1908 青田 初等小学 张祠 272 
1908 龙泉 两等小学 养真 273 
1908 龙泉 初等小学 城西 274 
1908 龙泉 初等小学 毓英 275 
1908 龙泉 初等小学 楠溪 276 
1908 龙泉 初等小学 培文 277 
1908 龙泉 初等小学 养正 278 
1908 遂昌 初等小学 青青 279 
1908 遂昌 初等小学 崇志 280 
1908 遂昌 初等小学 崇实 281 
1908 遂昌 初等小学 尚五 282 
1908 遂昌 初等小学 贯一 283 
1908 遂昌 初等小学 涵育 284 
1908 遂昌 初等小学 义新 285 
1908 遂昌 初等小学 正义 286 
1908 松阳 两等小学 益智英算专修学堂 287 
1908 松阳 初等小学 尼宗 288 
1908 乐清 初等小学 毓秀 289 
1908 处州 初等小学 城西 290 
1908 处州 初等小学 城南 291 
1908 处州 初等小学 官立 292 
1908 处州 初等小学 官立 293 

备注：本表由温大孙诒让研究所所长王兴文教授、瑞安市实验小学胡利盛校长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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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孙诒让教育思想研究会会员单位（学校） 

暨浙南百年名校联盟申报表 

学校 

基本

信息 

 

学校名称  校长姓名  

 班级数 

 
 校长手机  

教师总数 

和学生总数 
 校长微信号 

 

 

百年

校史 

情况 

创校时的名称  
孙诒让创（倡）

办学校一览表的

序号 
 

具体创办时间  

创办时的校训 

或办学理念 
 

创校史料 

大致有哪些？ 

 

 

 

 

 

 

加 入

研 究

会（联

盟）的

设想 

 

 

 

 

 

 

 

 

 

 

申请

单位

意见 

 

  学校（盖印） 

年 月 日       

县（市、

区）教

育学会

意见 

 

 

年 月 日 

温

州

市

教

育

学

会

意

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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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孙诒让教育思想研究会会员单位（学校） 

暨浙南百年名校联盟汇总表 

            县（市、区）教育学会  填报人：              联系手机：               

学校名称 
创办 

时间 
创办时的校名 现任校长 手机号 

 

 
    

 

 
    

 

 
    

 

 
    

 

 
    

 

 
    

 

 
    

 

 
    

 

 
    

 

 
    

 


